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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 for which we come together 
To better the lives of the needy in 
China where we live and which we care  

雲南省紅河州建設局楊馥丹女士:  

「三天旅程，我爬了平生爬過最陡的

坡、走了平生走過最泥濘的路、流了

平生流過最多的汗，得到了平生最大

的快樂。與慈善結緣，讓我更加懂得

給予的含義：得到固然快樂，給予更

加快樂。」  

各位親愛的無止橋之友:  

自上一期（2009 年 7 月出版）通訊以來，基金工作一直馬不停蹄，分別在甘肅、貴州和雲南共建了五座無止

橋，並在四川進行了灾後重建項目; 無止橋慈善基金「緣繫心橋」展覽會剛在時代廣場和海港城圓滿結束;無

止橋項目亦得到了英國建築評論推介獎。  

邁進新的一年，讓我們分享一下受惠村民、合作夥伴和學生在參與建橋項目的一些感想：  

 

香港理工大學呂君浩同學  

「大家互相幫助把無止橋建起。

那時，我覺得人和人的關係變得

很單純……我也找到了快樂。幫

助別人其實是很快樂的事，從不

計較爲人付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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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灘村支部書記何玉龍先生  

「你們不怕困難，不怕風雨，很能吃

苦的精神讓我們很感動。你們四處撿

垃圾，爲我們的村民在重視教育、加

强環保、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諧

相處等方面起到了帶頭與推動作用，

使村民在這方面也提高了認識。我們

會盡最大的努力，組織村民用自己的

雙手自立自强，把村民的生存環境、

生活質量，受教育等方面希望有一個

質的飛躍，把本村的事情做好，這是

我對你們最好的報答。」  

無止橋慈善基金自 2007 年成立以來，已經有超過 330 名來自內地和香港共十二家大學的學生志願者參與我們

的建橋項目，惠及超過一萬三千名村民。我們也建立起兩座橋：除了實在的橋梁，無數承載著愛、關懷與友

誼的心橋也隨之建立起來。  

* 最上方相片: 香港女童軍無止橋 

意大利亞得裏亞海聯合世界書院

馮海翔同學 

「我知道我是不會再回來的，因

爲這村子實在太偏僻了; 但每當

我想到我們留下的橋及我們得到

的寶貴經歷，我便深感安慰。我

認識了很多來自中港兩地的朋

友……我發現自己比想像中強

壯。很多有形無形的東西與無止

橋早已收進我的心底裡去。」 

無止橋通訊 



 

 

 

 

 

 項目進展 

在 2009 年的下半年，五座無止橋分別在甘肅、貴州和四川順利建成:  

 

甘肅太白村和少地村的無止橋（2009 年 8 月）  

在位於甘肅太白村的新世界無止橋項目中，我們共發動了接近 80 位香港

與內地的大專學生和專業人士，以及贊助單位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的志願

者參與，是歷來參與義工人數最多的無止橋項目。這座橋主要由西安建築

科技大學、香港理工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無止橋團隊統籌，在 2009 年 8

月 2 日竣工。  

於藏區的第一座無止橋: 一周後，超過 40 位香港與內地的大專學生和專業

人士在甘肅少地村建了一條長 30 米的石墩橋。此項目由高盛（亞洲）責

任有限公司提供部分贊助。 位於甘肅少地村的無止橋 

位於甘肅太白村的新世界無止橋 

首座在貴州的無止橋: 新場村（2009 年 8 月）  

這座銘昌無止橋由陳銘昌慈善基金贊助和命名。此橋原本是一座斷毀了的

古石橋，是村裏的象徵，亦是歷代村民的聚集點，具相當重要性。香港大

學與重慶大學的無止橋團隊早在 2007 年 10 月時已經開始展開規劃和修建

的工作。在 2008 年 11 月復修下塌部分後，防水、橋面鋪砌和環境美化工

程亦相繼在 2009 年 8 月完成。  

這座橋最近亦獲得了英國建築評論推介獎。  

四川馬鞍橋村和白石寺村的無止橋（2009 年 10 月和 11 月）  

位於馬鞍橋村的項目主要由香港科技大學與重慶大學土木工程系的無止橋

團隊合作統籌，並由香港女童軍總會贊助和命名。這條橋長 66 米，而每個

橋墩高 3-4 米，是我們開展項目以來規模最大的。此項目由當地技術工人

協助興建橋墩，而我們的學生團隊則在 2009 年 10 月初在現場完成橋板和

扶手安裝的工作。  

一個月後，重慶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無止橋團隊亦協助了地方政府在四

川巴中市白石寺村修復一座吊橋，大大改善了當地村民的出行安全。 

 

位於貴州新場村的銘昌無止橋 

位於四川馬鞍橋村的香港女童軍無止橋 

四川馬鞍橋村災後重建示範項目  

農宅重建及結構優化  

 

我們為 33 戶村民提供技術指導和財政支持，協助其購買主要建築材料，

並利用新技術重建家園。此外，基金亦發動了香港及內地大學團隊進行

現場監督。現時主要的重建工作已經在 2009 年 6 月完成。我們的項目團

隊會進一步為當地村民提供意見，重建附屬設施，如供水系統和牲口棚

等。  

 

 

 

 
 

 
 
 

 
 
 

 

隊伍正在示範如何加固農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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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西傳統石木建築災後重建示範項目  

 

「邛籠」 爲代表的傳統石木結構民居，在整個川西地區已有數千年歷

史。我們已向香港特區支持四川地震灾區重建信托基金申請撥款，以支

持這個項目。這項目爲期兩年，重點就傳統石木結構建築「邛籠」，作

全面性調查。此外，基金亦計劃在一個選定的村子裡興建一個培訓中

心，以保存和活化這些珍貴的傳統建築。  

 

 

 

 
 

 
 
 

 
 
 

 
 

四川抗震夯土農宅建造圖冊  

來自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及基層醫療學院的

團隊正在馬鞍橋村進行健康教育活動 

夯土牆抗震測試 

位於四川馬鞍橋村的活動中心 

除了重建工作，我們亦在 2009 年 7 月示範如何利用石灰、水泥和水玻璃

的混合物，注入墻的裂縫來保持結構穩定，以加固受輕微破壞的農房。

這方法稍後會進一步推廣到其他家庭。  

 

四川抗震夯土農宅建造圖册出版  

 

基金除了在 2009 年 6 月向有需要的村工匠提供 3,000 本圖册，也邀請了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這本圖册，幷在全國新華書店和網上書店發

售。同時，我們也向四川、雲南和甘肅等地有需要者、圖書館及香港與

內地相關非政府組織免費贈閱，以在偏遠農村地區推廣這種經濟及可持

續的建築方法。  

 

加強結構穩定性和夯土建築的抗震性能研究  

 

來自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的團隊已經開始了上述研究。他們進

行了測試，研究土、石灰、水和水泥的最佳比例，以建築夯土墻。所有

現場試驗已經在 2009 年 12 月完成，期望能在 2010 年 3 月完成結果分

析。  

 

村莊公共活動中心的發展  

 

我們的項目團隊將繼續運用上述研究結果，興建一座結構更強，並具穩

定及抗震性的村莊公共活動中心。這個中心將會有一個診所、閱讀角和

培訓設施等。當其主體建築完工，基金計劃在今年組織學生團隊與村民

攜手發展這個中心。  

 

農村公共教育計劃  

 

2009 年 3 月，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及基層醫療學院在馬鞍橋村進行了

一次現場健康需要評估，結果顯示該地區少數民族居民健康狀况、一般

健康意識和行爲習慣均遜於省內標準。現時，該學院的團隊計劃根據世

界衛生組織建議的規劃大綱，製定一個“健康村＂的健康教育及推廣活

動。  

團隊已經在 2010 年 1 月於村裏開展第一輪的健康教育活動，其他活動和

評估將會在今年稍後進行。  

 

512 的汶川大地震使當地大量在近年建起的石

木結構民居損毀倒塌 



 

 頁四                                                                                                                                                                                          

 2010 年無止橋項目急需贊助！  

在 2010 年，基金已在雲南和四川確認了八個有緊急建橋需要的項目選

址。可是，無止橋現有的資金遠遠不够資助這些項目，因此我們正尋求

來自社會各界的慷慨支持。  

邁向新的一年， 基金發展也揭開新的一頁。一如既往，基金未來實有

賴您不斷的支持。  

請點擊這裏作即時捐助或這裏索取更多關於未來的項目以及贊助資料！

若您的朋友有興趣支持我們，請您把這個通訊轉發給他們，讓我們直接

跟他們聯繫，與他們分享基金的工作，並詳細解釋贊助安排。  

最後，農曆新年即將來臨，基金在此祝賀大家在虎年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 

 

展望未來… 
 

 

 
如對此通訊有任何意見，請電郵至  christopher.rita@gmail.com 
 
編輯成員 

陳妍妮女士、周嘉旺女士、許正宇先生、蘇孜穎小姐和譚靜珊女士 

 

位於雲南咪霞村的項目點 

宣傳計劃  

 
時代廣場和海港城「緣繫心橋」展覽  

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理工大學無止橋大學生團隊合作統

籌，並由基金資助和推動的「緣繫心橋」展覽，已於 1 月 14 日到 25 日在

時代廣場和海港城順利舉行。  

通過照片、模型展覽、短片介紹及志願者的導賞，展覽介紹了無止橋精

神、偏遠貧困山村的建橋點滴，以及四川地震後灾後重建示範項目。場內

亦介紹了基金在來年有待開展的項目。  

請點擊這裡查看更多關于這個展覽的照片和這裡詳閱媒體剪報。  

 

展覽於 2010 年 1 月 14 至 21 日在時代廣場舉

行 

展覽於 2010 年 1 月 22 至 25 日在海港城舉行 

位於雲南埃洞村的項目點 

位於雲南媽拖村的項目點 位於雲南寶山村的項目點 
 

位於四川保豐村的項目點 
 

位於雲南西布河鄉的項目點 

如不希望繼續收到此通訊，請電郵至 bridge2china@cuhk.edu.hk 通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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